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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堡龙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柏堡龙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1、柏堡龙公司 2020 年经营范围新增“生产、销售：医疗器械、医用服饰、口罩、帽子、鞋套医用防护产品”，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柏堡龙公司账面医护产品存货原值 291,795,420.35 元，柏堡龙公司对此计提了 265,641,647.45 元的存货跌价

准备。 

经我们核查，以上存货均自柏堡龙公司原供应商处采购，涉及货款均已支付完毕，具体采购明细见下表： 

供应商名称 采购时间 采购种类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普宁市龙源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0.4  防护服       579,022.00      30,354,241.60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0.4 口罩   13,732,789.00      58,345,538.50  

普宁市池尾四青制衣厂 2020.4 口罩   70,397,845.00     172,474,720.25  

普宁市宝盈利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0.4 口罩   12,449,000.00      30,620,920.00  

合  计 97,158,656.00 291,795,420.35 

 

公司防疫物资的采购链条不完整，该笔采购内控程序缺失，没有取得合规购货发票。我们无法确定相应存货入账价值的真实

性及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2、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存在性和完整性存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38,615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 12.50%，其他非流动资产全部为公

司两个募投项目的预付工程款，我们已对预付工程款执行函证程序，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尚未取得回函，目前两个募投

项目均停滞，我们无法判断 38,615 万元预付工程款的存在性和完整性。 

3、违规担保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要事项”所述，公司未经董事会审批，违反规定程序将 4.7 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他方借款提

供质押担保。由于被担保方偿贷能力不足，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已强行划扣公司银行理财产品 8000

万元。实控人陈伟雄、陈娜娜承诺以自有资产对 4.7 亿元进行弥补，具体承诺方式为： 

（1）将其名下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00 亿元的土地使用权变更权属登记至公司名下，以抵偿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2）上述土地使用权目前已为公司办理银行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尚无法立即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将在解除质押后的 30 日内

将该土地使用权变更至公司名下。 

（3）未来 3 年将剩余 1.7 亿元募集资金以现金或者等值资产的方式偿还给公司，第一年偿还现金或者等额资产不低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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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2,000.00 万元，第二年偿还现金或者等额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 万元，第三年偿还现金或者等额资产将剩余 1 亿元偿

还完毕。 

我们无法合理判断实控人陈伟雄、陈娜娜履行补偿义务的承诺能否全部兑现。 

4、柏堡龙公司实控人陈伟雄、陈娜娜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总调查字 200519 号、

稽总调查字 200518 号）。因其涉嫌操纵公司股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柏堡龙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总调查字 21042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由于以上立案调查尚未结案，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柏堡龙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

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柏堡龙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

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柏龙 股票代码 0027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伟荣 刘志伟 

办公地址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

侧大德北路西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

侧大德北路西 

电话 0663-2769999 0663-2769999 

电子信箱 bobaolon@163.com bobaolon@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服装设计，同时根据客户要求对公司设计款式提供配套组织生产服务的专业设计企

业；同时，以外部设计师为核心纽带，整合面辅料供应商和成衣生产厂商等上游资源，通过O2O设计师品

牌销售平台、买手、showroom等渠道进行销售的“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正顺利实施，已初具规模。报

告期，营业收入来源于服装设计、组织生产业务以及设计师品牌服装销售，营业利润主要来源于设计业务

及组织生产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服装设计业务的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运作，主要业务定位于产业

链中高附加值的设计环节。近几年来，公司利用服装设计产业优势，开始着力于设计师品牌服装的销售，

通过设计产业化运作，使“创意设计”的价值真正实现，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设计服务+服装销售产业链。 

作为专业的服装设计企业，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设计服务，设计款式时尚畅销，获得了品牌客

户的青睐，已建立较强的设计品牌。截至2020年末，内部设计师人数逾207人，2020年设计款数达9480多

款，形成了较高的设计水平及规模化的设计能力。 

公司报告期内的设计业务模式主要为内部设计师的服装设计，以公司多年的内部自有设计师业务运营

打造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积累的经验、资源作为基础，为了更进一步深度挖掘时尚设计产业。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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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概况 

服装设计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涉及到美学、文化学、心理学、材料学、工程学、市场学、色彩

学等要素。服装产业价值链一般的利润分配结构是：设计占40%，营销占50%，生产占10%，即设计和营

销处于价值链的高端，经济附加值较高，生产加工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最低。服装设计产业以创造

力为核心，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产业发展方向、实现经济转型、具有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朝阳产业；

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强融合性、需求潜力大、市场前景广等特征。大力发展服装设计产业将为服装

行业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出路和模式。 

2、国外服装设计行业发展概况 

服装设计服务业发端于欧洲，最早的专业服装设计师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法国。服装设计公司（设

计工作室）这一形式在国外已发展了很多年，专门满足或补充那些没有设计能力或设计能力不足的中小品

牌公司的设计需要。欧美等服装设计发达国家在设计产业发展、品牌打造方面已有完善的体系，如：（1）

频繁举办各大时装秀、设计比赛等；（2）注重时尚设计的教育，如意大利时装协会1997年组织与意大利

服装协会和工业设计协会，共同对年轻人进行时装设计的培训；（3）著名设计师与纺织、成衣加工生产

企业合作，意大利的阿尔马尼于20世纪70年代就重视时装设计与相关领域内的生产企业联合；（4）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服装工业的发展，服装设计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分工也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在研发和应用新型纺织

品环节，欧美发达国家始终处于世界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以研发为先导,主导着整个国际服装的

发展趋势，并将环保、特殊功能的面料广泛应用于服装生产，增加服装的附加值。在服装设计环节，欧美

的第三方服装设计服务公司也进入专业化分工时代，出现了如国际著名专业设计顾问公司法国娜丽罗荻设

计事务所（NELLY RODI）、做流行趋势预测和发布的The Doneger Group、专注提供男装设计服务的意大

利皮耶罗·戈塔佐设计室（PIERO GATAZZO）、时尚与色彩咨询公司法国贝克莱尔（Peclers Paris）等。 

3、国内服装设计行业发展概况 

我国的现代服装设计起步较晚，较正式的具有行业意义的服装设计行为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独立

的专业服装设计企业刚开始只是以小型的设计师工作室方式开展工作，服务的范围从最初只提供设计概念

图到提供单品或单系列的设计样版和样衣。能为品牌企业提供某一品类整季（春/夏季或秋/冬季）甚至几

季的服装设计（从样版到样衣）的服装设计企业近些年开始出现但数量仍有限。随着我国在服装生产加工

环节上优势的逐渐削弱，我国服装产业的产业链核心将逐渐向前端服装设计环节转移。 

由于专业化分工速度的进一步加快；我国服装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品牌服装企业众多，通过设计能获

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且设计占服装产业价值链的40%，专业设计产业市场容量有望持续扩大。 

目前，我国提供服装设计服务的市场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 

（1）品牌服装企业的设计部门 

我国大部分品牌服装企业建立了设计部门，主要为其自身品牌服装进行设计，但总体而言，我国品牌

服装企业更关注营销及渠道拓展，未能形成自身鲜明的产品风格，因此容易造成多品牌产品同质性严重，

产品附加值难以提高，随着竞争加剧，该类企业设计投入逐步提高，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外采购专业设计

服务。随着专业化分工、物流产业、电商行业的发展，设计全部外包并仅拥有渠道的品牌服装企业越来越

多，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运营的电商企业，更强调渠道的建设和拓展。 

（2）提供规模化设计及配套生产服务的专业服装设计企业 

该类企业采取“一对多”的设计服务提供方式，并不按订单进行设计，设计企业主动根据市场潮流趋势

进行设计，初始设计不针对特定客户，仅设计款式被客户购买后，才根据客户具体要求提供后续设计服务。

该类企业为客户提供包括色彩、面辅料研发、款式设计、打版制样等完整的设计服务，且为客户提供配套

生产服务，整合从设计到成品的服装前端价值链，如柏堡龙。提供设计及配套生产服务的专业服装设计企

业，通过整合服装前端产业链各环节资源，能够实现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设计服务，且通过提供配套生产服

务，帮助客户缩短了前导时间，降低了产品成本。 

（3）服装设计工作室 

服装设计工作室采取“一对一”的设计服务提供方式，即其采取“按订单设计”方式，接受某个特定客户

的设计委托后，才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向设计。该类企业一般仅为客户提供设计方案，主要输出设计图稿，

国内设计工作室由于与上游原材料等供应商合作较少，故样衣制作成本较高，较多企业不提供设计样衣，

难以提供完整的设计服务；该类企业不涉及后续生产业务。 

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欧美日韩时尚文化越来越渗透到我国年轻一代的生活中，再加上名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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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较为小众的国内外独立设计师品牌开始慢慢进入大众的视线，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个

性”、“时尚”与“独特”的代表，追求时尚与潮流的消费者们开始将目光由普通服饰品牌转向独立设计师品牌，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消费群体，开始尝试一些区别于大众款式的独立设计师品牌。同时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

牌的态度更为开放，很多消费者已经由以前盲目追求国际大牌转而偏好衣服本身的时尚感和品质，给本土

原创独立设计师品牌带来更多的机会。 

4、我国服装设计市场空间巨大，为设计平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新消费时代背景下，设计师品牌等个性化服装市场需求旺盛。 

设计师品牌与普通服装品牌最大的区别是其产品主要由具有可易识别的鲜明设计师特点及标志性风

格的服装产品组成。设计师品牌的消费者通常更看重设计、风格及独特的购物经验，因此对产品价格相对

敏感度较低。中国服装品牌市场正经历从“供应链品牌”和“渠道品牌”的市场红利转向特质化设计师品牌的

春天。新消费时代下，消费者的心理从基础消费向价值消费、个性消费转型升级，个性化时尚需求乘风而

起。设计师品牌以产品独特、设计感强、风格鲜明的特性而受消费者追捧，成为服装行业中增长最快的细

分市场。设计师品牌服装作为中高端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小众属性与设计感、品质与细节精巧地融

合在一起，更加符合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习惯，近年来成为服装行业中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2）受限

于上下游资源渠道缺乏问题，我国设计师品牌行业发展局限性较大 

1）难以获得上游及供应链资源支持。个人设计师难以与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难

以获得上游供应商在色彩、印绣花、面辅料等设计元素的研发支持，难以打版制样，导致其一般仅能提供

设计图稿等部分设计服务，未能真正实现设计服务的高附加值。 

2）针对客户群体较小，资金受限，难以实现规模效应。个人设计师往往受限于资金量小，也缺乏相

应的销售、推广渠道，不利于品牌发展。 

3）线上发展环境较差，个人开店面临线下成本过高问题。由于线上对于涉及版权管理尚不规范，不

利于设计师品牌发展，而个人品牌线下开店成本过高，难以维持。 

（3）我国服装产业的产业链核心将逐渐向前端服装设计环节转移，平台成为解决个人设计师痛点模

式。 

1）设计师平台能为设计师提供上游资源的链接，并整合资源提供制衣供应链服务，通过规模效应降

低成本风险，同时打通下游销售渠道。 

2）平台为设计师提供资金支持，为设计师品牌涉及版权提供保护，同时整合推广资源进行设计师品

牌推广。 

3）平台的网络资源为设计师品牌积累相关的制造、销售数据，便于设计师改良自身设计满足消费者

需求。 

（三）、行业周期性特点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对服装行业有一定的影响，服装产品消费量受经济发展周期性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变

化，对于中高端服装的影响更为显著。服装设计企业为品牌服装企业提供服务，周期性特征与其设计的主

要服装品类基本一致，但设计能力、设计品类、客户群体等因素使得不同服装设计企业的受影响程度有所

不同，行业周期下行时品牌服装企业对设计的倚重甚至可成为部分设计能力优秀的设计企业的发展机遇。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我国各种类型的服装企业众多，服装设计产业由于市场空间较大，且形成规模化设计能力的专业设计

企业较少，故竞争相对较弱。服装设计市场的竞争者主要包括：品牌服装企业的设计部门、仅提供设计服

务的设计工作室和整合服装前端价值链的专业服装设计企业。 

公司以设计为先导，塑造了纵向整合服装行业前端价值链的业务模式。通过采取“重研发设计、多款式选

择、帮助客户缩短新品上市前导时间、提供一体化组织生产服务”的差异化策略，公司积极介入产业链中

高附加值环节。规模化设计能力是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的基础，截至2020年末，设计师人数逾207人，2020

年设计款数达9480多款，积累了150多家品牌客户。公司是A股首家时尚设计上市公司，也是截至目前国内

唯一的专业从事服装设计的上市公司，同时正打造A股首个服装设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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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23,203,586.99 960,995,679.79 960,995,679.79 -24.74% 
1,049,706,686.

53 

1,049,706,686.

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7,331,107.5
9 

150,638,896.59 122,779,495.85 -358.46% 192,476,232.02 170,728,38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2,996,558.6
0 

123,300,049.28 95,789,016.56 -458.08% 174,967,052.30 153,219,20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6,731,794.72 144,518,146.12 77,563,294.64 153.64% 301,891,039.81 72,724,94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28 0.23 -356.52% 0.360 0.4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28 0.23 -356.52% 0.360 0.4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5% 6.33% 5.23% -19.58% 8.55% 7.5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046,501,328.

34 
3,142,124,011.

69 
3,171,294,433.

38 
-3.94% 

3,026,758,120.
85 

3,013,440,143.
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41,403,311.

94 

2,428,327,781.

08 

2,378,720,531.

87 
-14.18% 

2,317,530,230.

86 

2,294,991,320.

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3,676,619.10 237,651,946.91 155,512,400.71 126,362,62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545,730.51 57,036,603.19 26,218,589.42 -457,132,03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286,763.06 52,286,583.97 19,116,985.79 -464,686,89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10,641.44 66,313,361.79 29,227,284.91 40,980,506.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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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37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67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伟雄 境内自然人 23.37% 125,751,987 124,102,490 质押 125,751,292 

陈娜娜 境内自然人 14.75% 79,349,026 74,528,194 质押 79,343,925 

浙商财富（北

京）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浙商投资合旭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5% 27,160,000 0   

浙江品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品润 FOF 品

人 2 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26,900,000 0   

浙商财富（北

京）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浙商投资长盈

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5% 3,521,650 0   

王希坪 境内自然人 0.52% 2,786,057 0   

姜斌 境内自然人 0.47% 2,553,423 0   

姚润雄 境内自然人 0.45% 2,414,012 0   

练林娣 境内自然人 0.43% 2,338,300 0   

温金长 境内自然人 0.37% 2,016,29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陈伟雄、陈娜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浙商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浙商投资合旭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浙商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浙商投资长盈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本公司未知上述其它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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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服装设计，同时根据客户要求对公司设计款式提供配套组织生产服务的专业设计企

业；同时，以外部设计师为核心纽带，整合面辅料供应商和成衣生产厂商等上游资源，通过O2O设计师品

牌销售平台、买手、showroom等渠道进行销售的“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正顺利实施，已初具规模。报

告期，营业收入来源于服装设计、组织生产业务以及设计师品牌服装销售，营业利润主要来源于设计业务

及组织生产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服装设计业务的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运作，主要业务定位于产业

链中高附加值的设计环节。近几年来，公司利用服装设计产业优势，开始着力于设计师品牌服装的销售，

通过设计产业化运作，使“创意设计”的价值真正实现，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设计服务+服装销售产业链。 

作为专业的服装设计企业，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设计服务，设计款式时尚畅销，获得了品牌客

户的青睐，已建立较强的设计品牌。截至2020年末，内部设计师人数逾207人，2020年设计款数达9480多

款，形成了较高的设计水平及规模化的设计能力。 

公司报告期内的设计业务模式主要为内部设计师的服装设计，以公司多年的内部自有设计师业务运营

打造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积累的经验、资源作为基础，为了更进一步深度挖掘时尚设计产业。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概况 

服装设计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涉及到美学、文化学、心理学、材料学、工程学、市场学、色彩

学等要素。服装产业价值链一般的利润分配结构是：设计占40%，营销占50%，生产占10%，即设计和营

销处于价值链的高端，经济附加值较高，生产加工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最低。服装设计产业以创造

力为核心，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产业发展方向、实现经济转型、具有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朝阳产业；

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强融合性、需求潜力大、市场前景广等特征。大力发展服装设计产业将为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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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出路和模式。 

2、国外服装设计行业发展概况 

服装设计服务业发端于欧洲，最早的专业服装设计师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法国。服装设计公司（设

计工作室）这一形式在国外已发展了很多年，专门满足或补充那些没有设计能力或设计能力不足的中小品

牌公司的设计需要。欧美等服装设计发达国家在设计产业发展、品牌打造方面已有完善的体系，如：（1）

频繁举办各大时装秀、设计比赛等；（2）注重时尚设计的教育，如意大利时装协会1997年组织与意大利

服装协会和工业设计协会，共同对年轻人进行时装设计的培训；（3）著名设计师与纺织、成衣加工生产

企业合作，意大利的阿尔马尼于20世纪70年代就重视时装设计与相关领域内的生产企业联合；（4）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服装工业的发展，服装设计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分工也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在研发和应用新型纺织

品环节，欧美发达国家始终处于世界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以研发为先导,主导着整个国际服装的

发展趋势，并将环保、特殊功能的面料广泛应用于服装生产，增加服装的附加值。在服装设计环节，欧美

的第三方服装设计服务公司也进入专业化分工时代，出现了如国际著名专业设计顾问公司法国娜丽罗荻设

计事务所（NELLY RODI）、做流行趋势预测和发布的The Doneger Group、专注提供男装设计服务的意大

利皮耶罗·戈塔佐设计室（PIERO GATAZZO）、时尚与色彩咨询公司法国贝克莱尔（Peclers Paris）等。 

3、国内服装设计行业发展概况 

我国的现代服装设计起步较晚，较正式的具有行业意义的服装设计行为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独立

的专业服装设计企业刚开始只是以小型的设计师工作室方式开展工作，服务的范围从最初只提供设计概念

图到提供单品或单系列的设计样版和样衣。能为品牌企业提供某一品类整季（春/夏季或秋/冬季）甚至几

季的服装设计（从样版到样衣）的服装设计企业近些年开始出现但数量仍有限。随着我国在服装生产加工

环节上优势的逐渐削弱，我国服装产业的产业链核心将逐渐向前端服装设计环节转移。 

由于专业化分工速度的进一步加快；我国服装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品牌服装企业众多，通过设计能获

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且设计占服装产业价值链的40%，专业设计产业市场容量有望持续扩大。 

目前，我国提供服装设计服务的市场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 

（1）品牌服装企业的设计部门 

我国大部分品牌服装企业建立了设计部门，主要为其自身品牌服装进行设计，但总体而言，我国品牌

服装企业更关注营销及渠道拓展，未能形成自身鲜明的产品风格，因此容易造成多品牌产品同质性严重，

产品附加值难以提高，随着竞争加剧，该类企业设计投入逐步提高，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外采购专业设计

服务。随着专业化分工、物流产业、电商行业的发展，设计全部外包并仅拥有渠道的品牌服装企业越来越

多，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运营的电商企业，更强调渠道的建设和拓展。 

（2）提供规模化设计及配套生产服务的专业服装设计企业 

该类企业采取“一对多”的设计服务提供方式，并不按订单进行设计，设计企业主动根据市场潮流趋势

进行设计，初始设计不针对特定客户，仅设计款式被客户购买后，才根据客户具体要求提供后续设计服务。

该类企业为客户提供包括色彩、面辅料研发、款式设计、打版制样等完整的设计服务，且为客户提供配套

生产服务，整合从设计到成品的服装前端价值链，如柏堡龙。提供设计及配套生产服务的专业服装设计企

业，通过整合服装前端产业链各环节资源，能够实现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设计服务，且通过提供配套生产服

务，帮助客户缩短了前导时间，降低了产品成本。 

（3）服装设计工作室 

服装设计工作室采取“一对一”的设计服务提供方式，即其采取“按订单设计”方式，接受某个特定客户

的设计委托后，才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向设计。该类企业一般仅为客户提供设计方案，主要输出设计图稿，

国内设计工作室由于与上游原材料等供应商合作较少，故样衣制作成本较高，较多企业不提供设计样衣，

难以提供完整的设计服务；该类企业不涉及后续生产业务。 

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欧美日韩时尚文化越来越渗透到我国年轻一代的生活中，再加上名人效应，

原本较为小众的国内外独立设计师品牌开始慢慢进入大众的视线，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个

性”、“时尚”与“独特”的代表，追求时尚与潮流的消费者们开始将目光由普通服饰品牌转向独立设计师品牌，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消费群体，开始尝试一些区别于大众款式的独立设计师品牌。同时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

牌的态度更为开放，很多消费者已经由以前盲目追求国际大牌转而偏好衣服本身的时尚感和品质，给本土

原创独立设计师品牌带来更多的机会。 

4、我国服装设计市场空间巨大，为设计平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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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消费时代背景下，设计师品牌等个性化服装市场需求旺盛。 

设计师品牌与普通服装品牌最大的区别是其产品主要由具有可易识别的鲜明设计师特点及标志性风

格的服装产品组成。设计师品牌的消费者通常更看重设计、风格及独特的购物经验，因此对产品价格相对

敏感度较低。中国服装品牌市场正经历从“供应链品牌”和“渠道品牌”的市场红利转向特质化设计师品牌的

春天。新消费时代下，消费者的心理从基础消费向价值消费、个性消费转型升级，个性化时尚需求乘风而

起。设计师品牌以产品独特、设计感强、风格鲜明的特性而受消费者追捧，成为服装行业中增长最快的细

分市场。设计师品牌服装作为中高端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小众属性与设计感、品质与细节精巧地融

合在一起，更加符合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习惯，近年来成为服装行业中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2）受限

于上下游资源渠道缺乏问题，我国设计师品牌行业发展局限性较大 

1）难以获得上游及供应链资源支持。个人设计师难以与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难

以获得上游供应商在色彩、印绣花、面辅料等设计元素的研发支持，难以打版制样，导致其一般仅能提供

设计图稿等部分设计服务，未能真正实现设计服务的高附加值。 

2）针对客户群体较小，资金受限，难以实现规模效应。个人设计师往往受限于资金量小，也缺乏相

应的销售、推广渠道，不利于品牌发展。 

3）线上发展环境较差，个人开店面临线下成本过高问题。由于线上对于涉及版权管理尚不规范，不

利于设计师品牌发展，而个人品牌线下开店成本过高，难以维持。 

（3）我国服装产业的产业链核心将逐渐向前端服装设计环节转移，平台成为解决个人设计师痛点模

式。 

1）设计师平台能为设计师提供上游资源的链接，并整合资源提供制衣供应链服务，通过规模效应降

低成本风险，同时打通下游销售渠道。 

2）平台为设计师提供资金支持，为设计师品牌涉及版权提供保护，同时整合推广资源进行设计师品

牌推广。 

3）平台的网络资源为设计师品牌积累相关的制造、销售数据，便于设计师改良自身设计满足消费者

需求。 

（三）、行业周期性特点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对服装行业有一定的影响，服装产品消费量受经济发展周期性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变

化，对于中高端服装的影响更为显著。服装设计企业为品牌服装企业提供服务，周期性特征与其设计的主

要服装品类基本一致，但设计能力、设计品类、客户群体等因素使得不同服装设计企业的受影响程度有所

不同，行业周期下行时品牌服装企业对设计的倚重甚至可成为部分设计能力优秀的设计企业的发展机遇。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我国各种类型的服装企业众多，服装设计产业由于市场空间较大，且形成规模化设计能力的专业设计

企业较少，故竞争相对较弱。服装设计市场的竞争者主要包括：品牌服装企业的设计部门、仅提供设计服

务的设计工作室和整合服装前端价值链的专业服装设计企业。 

公司以设计为先导，塑造了纵向整合服装行业前端价值链的业务模式。通过采取“重研发设计、多款式选

择、帮助客户缩短新品上市前导时间、提供一体化组织生产服务”的差异化策略，公司积极介入产业链中

高附加值环节。规模化设计能力是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的基础，截至2020年末，设计师人数逾207人，2020

年设计款数达9480多款，积累了150多家品牌客户。公司是A股首家时尚设计上市公司，也是截至目前国内

唯一的专业从事服装设计的上市公司，同时正打造A股首个服装设计平台。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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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组织生产收入 351,080,343.69 53,006,591.78 15.10% -37.08% -38.18% -0.27% 

设计收入 114,530,749.53 98,238,993.67 85.78% -22.57% -23.71% -1.27% 

批发零售收入 121,352,012.57 32,504,846.13 26.79% -52.34% -60.83% -5.80% 

医护用品收入 130,120,969.68 36,739,184.19 28.23% 0.00% 0.00%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前期差错更正 

经董事会审批，柏堡龙公司本年进行重大前期差错更正，追溯调整以前年度多记和少记

的银行收支，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和累计影响数如下 

（1）多记、少记银行收支对2018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间 

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银行存款 -737,975,363.28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应收账款 -1,120,565.85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预付款项 229,863,310.15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其他应收款 474,516,239.79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37,334.27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应付账款 -14,130,675.10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预收款项 -1,900,000.00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应交税费 -100,521.35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其他应付款 6,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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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盈余公积 -2,174,784.85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未分配利润 -19,573,063.62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财务费用 670,142.30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3,737,334.27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00,521.35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资产减值损失 24,915,561.79  

（2）多记、少记银行收支对2019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间 

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银行存款 -1,097,554,969.81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应收账款 32,674,328.98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预付款项 347,061,420.14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其他应收款 738,733,728.55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递延所得税资产 8,255,913.83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应付账款 -10,162,193.78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预收款项 11,005,000.00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应交税费 -498,306.62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其他应付款 78,433,171.30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盈余公积 -4,960,724.92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未分配利润/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44,646,524.29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财务费用 2,651,901.81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信用减值损失 -30,123,863.75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4,518,579.56  

多记、少记银行收支 追溯调整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97,785.27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退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